
110學年度資訊教育發展暨資訊安全作業稽核會議 

(111學年度後改名為管理審查會議) 

 
會議時間及地點: 111年3月7日 15:30PM 於校長室 

會議出席人員: 詳見簽到表 

會議議程: 

●  校長指導 

●  資訊室及各部門資訊組業務報告 

●  Google帳號容量討論 

●  110年資通維護計畫國教署審核意見暨改善作法 

●  討論及建議事項 

 

✻校長指導 

 

✻各部門報告 

資訊室報告： 

1. 原本因為學校官網(五大核心系統)未向上集中，本校資安等級被評定為C級，目

前已經將校內三大網頁向上集中(官網放成大、國小雙語網頁放竹苗區網中

心)，期望新的一年本校資安等級能調降為D級。 

2. 各部門若有委外廠商開發系統(校務系統、學習歷程、自主學習管控、無聲廣

播、電力監控、監視器系統....等等)，請務必與廠商簽訂合約(含維護)，合約

內容必須包含相關資安要求(弱點掃描報告及修正、個資保護措施、系統機房維

運計畫...等等)，簽約前請知會資訊室提供範本或建議。 

3. 教學單位如果要自行開發手機或平板的APP，軟體名稱請不要加上校名，若必須

加上校名請通知資訊室向上呈報，並依資安法相關規定稽核。 

4. 請各部進行資訊設備盤點數量，依教室、用途等性質，明確訂定汰換原則，並

請主計室來年提供的需求採購案明細表，多加說明欄位，請各部詳細說明(例:

依部門汰換原則第幾條、已經多次維修不堪使用、電腦教室必須整批更新、新

興科技教學使用...etc)。 

以下是110年度固定資產預算審查意見整理如下：  

○ 應搭配校務發展計畫有整體規劃。  

○ 應盤點現有設備並規劃分年分期更新，汰換設備數量多時可採取分批汰 

換方式處理。 

○ 應考量其可用性，是否已到達使用年限並不堪使用，並非到達年限即以 

汰換，應評估其是否修繕不符經濟效益時，再汰換設備。  

○ 汰換應說明其購置日期及已達使用年限並不堪使用之文字。  



○ 各園區及實中採購相同設備(如冷氣機、冰箱、電腦、投影機、飲水機 

等)編列單價應相同。  

○ 各項設備應以簡樸實用為原則，請再檢視三園區(含實中)編列標準之一 

致性；如有相同項目而其單價不同時，應詳細說明其差異性。  

○ 新建/新購設備應詳細說明其必要性。(例如：法令規定….) 

5. 111年度資訊室有編列30萬元購買軟體類(資本門，單價萬元以上)，之後請各部

提供軟體需求供資訊室參考。 

6. 教育部業於 106 年 1 月 16 日臺教資(四)字第 1060006297 號函請國教署轉

知所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收發公務資訊，應使用單位配發之電子郵件(本校

為教育雲信箱，不得使用非公務信箱(如 Gmail)收發。每學年若兼任行政教師

有異動，兼任行政教師需申請教育雲帳號，資訊室將於每年8月mail提醒。 

7. 感謝各部資訊組配合寒暑假網路重新認證事宜。無線公用設備各部可自行加入

白名單，有線公用設備則由資訊室加入。寒暑假重新認證前，資訊室提供白名

單設備資料，若有異動請組長們提供資料。 

 

中學部報告： 

1. 國、高中各班參與全國Bebras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透過活動培養學生於資訊

課綱中強調之運算思維能力。 

2. 本校學生組隊參加2021年全國NPSC網際網路程式設計競賽，高中組獲得第三

名、國中組獲得第四名。 

3. 已採購第二車Chromebook，並完成裝置註冊納管，目前可供課堂使用的行動裝

置有Chromebook 72台(40+32)、iPAD 35台。 

4. 已完成科學樓辦公室、專科教室固定IP設定。 

5. 因資訊講桌狀況繁多，設備組已請廠商撤換資訊講桌線路，目前班級電腦並未

使用資訊講桌整合，也無法統一遠端管理。 

6. 協助註冊組110學年度新生入學使用Google表單、試算表進行線上報到、檢核與

查詢。 

7. 持續進行學習歷程平台轉移後相關資料確認。 

 

雙語部報告： 

1. 雙語部資訊駐點人員(委由宏睿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薦派)自110學年度8月起

由黃翊鳴先生改為吳勝峰先生。 

2. PowerSchool系統上9-12年級成績單、國中transcript和高中transcript初稿已

完成，待PowerSchool將細項修整即可適用於雙語部中學學生。 

3. 配合辦理全國Bebras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提昇學生對資訊科學之學習興趣。 

4. 簽約線上互動式教學工具Edpuzzle一年(2021/12/29-2022/12/28)，提供教師有

無限的影片容量可進行互動式影片教學。 



5. 為因應遠距教學，雙語部購置兩台新的Chromebook車(cart 8, cat 9)，目前於

雙語部學務大樓使用;此外，於110年暑假亦將兩台Chromebook車汰舊換新(cart 

1, cart 2)。 

6. 參與教育部111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將以雙語部高中人數申請行動

載具30台，行動充電車1台，及教學軟體補助(167 license)，另雙語部國小部

分的載具申請，已和國小部共同申請。 

 

國小部報告： 

1. 國小部增班計畫持續進行中，感謝資訊室協助網路佈線。也感謝資訊室協助更

新網路骨幹光纖、汰換網路集線器及各處室主任、同仁招標採購等之協助與支

援。 

2. 持續辦理電腦繪圖競賽、英語挑戰王等資訊能力競賽。 

3. 參與教育部111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申請學習載具261台、補助平

板車9台等設備，以及教學軟體補助。 

 

✻Google帳號容量討論 

● 起因: 2022年七月起，原本無容量限制的Google教育帳號，改為同網域下只能

有100TB的總容量，因此未來校內帳號必須做控管。 

● 規劃: 

a. 原本計畫刪除畢業生帳號，但因為部分畢業生反應該帳號綁定一些網路

服務，或是帳號下有存放Google專案，如果帳號刪除，不確定是否有影

響。 

b. 參考大學端最近公布的管理方法，以及從Google for Education內部的

消息指出會在三月之後提供網域管理者容量管理的新功能 

c. 目前清查校內帳號，90%以上使用者都在20GB以下，少數用量非常大的帳

號都已經通知他們將檔案轉移。 

d. 從2022年七月起(111學年)，校內學生帳號容量設定為20GB上限，校內教

職員容量設定為100GB上限，畢業生及離職教職員帳號保留，但容量設定

為10GB上限。一年以上沒有登入紀錄的帳號將停權後刪除。 

 

✻110年資通維護計畫國教署審核意見暨改善作法 

● 新增共做表單，當收到資安通報時，請各部資訊組組長協助填寫。 

● 原自行評估資訊安全項目，改為內部稽核(國教署建議兩年一度)。 

● 一年二次定期召開管理審查會議，時間大致為內稽審查後與國教署審查後，原

一年召開一次之資訊教育發展會議併入該審查其中一次會議內。 

 

  



✻討論及建議事項 

● 盤點各部資訊系統，俾利與廠商簽訂合約(含維護)，了解合約內容所須相關資

安層級要求。 

● 請各部向教師、校友會、學生會等單位宣導，自行開發手機或平板的APP，軟體

名稱請不要加上校名，若必須加上校名請通知資訊室向上呈報，並依資安法相

關規定稽核。 

● 各部111年所需請購單價萬元以上軟體請匯整至資訊室。 

● 111年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各部申請的設備總金額，請報給主計室，

俾利預先控管額度。 

● 未來各部若有資訊相關競賽、活動等訊息，請互相交流、傳遞。授權軟體亦

同。 

 

 

  



不符合項目建議事項學校具體改善作法 

 

項目 查核內容 委員評語(建議事項) 學校具體改善作法 

5.2 重要實體區域的進出權

利是否定期審查並更新? 

未提供定期審查並更新進出權

利的紀錄 

本校機房採用電子鎖，資訊室

主任與職員2人才有權限，且

分別設定不同密碼。外部人員

並無密碼，校內或外部人員進

出機房，須由資訊室人員開啟

機房門禁，使得進入，進入後

亦需填寫「電腦機房進出記錄

表」，上述佐證資料均於5.

1、5.3項已提供。故惟有資訊

室2人員職務異動時，才會進

行進出權利刪除更新。 

6.2 機關同仁及外部使用者

是否知悉資通安全事件

通報應變程序並依規定

辦理？ 

未提供證據說明，同仁及外部

使用者已知悉資通安全事件通

報應變程序。 

新增填寫表單，收到資安通報

時，將相關訊息傳給教學單位

資訊組長，由資訊組長通知使

用者相關資安訊息並回報處理

結果 

8.2 是否定有年度稽核計畫? 未依資安維護計畫，擬定內部

稽核計畫之項目。未提出證明

稽核人員受適當培訓並具備稽

核能力，且應避免稽核自身主

辦業務。 

提交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將資訊安全項目，由自行評

估，改為內部稽核，每二年一

次辦理稽核，其項目及內容由

稽核小組制定，於111年起執

行。 

8.3 是否定期執行稽核? 稽核表評估期間記載錯誤，控

制重點過於粗略，無法確認受

稽單位完成資安維護計畫之內

容。 

同上述8.2，由自行評估，改

為內部稽核，每二年一次稽核

項目及內容由稽核小組制定，

於111年起執行 

8.4 是否改正稽核之缺失？ 未針對稽核表部分落實項目進

行追蹤改善。 

同上述8.2、8.3。 



9.2 是否追蹤過去缺失之改

善情形 

未對 109 年度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實施情形線上審查意見，

提出追蹤善情形之紀錄 

109年審查意見5.26、7.3項目

已立即改善並提出佐證資料。

其餘3.2、3.3、11.2、11.3項

目均為核心系統未完成向上集

中，已陸續於110年配合國教

署進度已完成向上集中，將於

111年回報國教署。 

9.3 是否定期召開持續改善

之管理審查會議? 

未提供證據說明，已依資通安

全維護計畫每年召開兩次紀

錄，且討論事項應包括 8 大

議題。 

將「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該議

題於每年資訊教育發展暨資訊

安全作業稽核會議抽出，改為

每學期定期召開管理審查會

議。 

10.1 資通系統委外(含委辦)

是否簽訂協議書或契

約？ 

校內仍有委外的系統與資訊服

務，委外資訊服務應有契約相

關文件，說明雙方合意： a、

委外廠商符合資安法施行細則

第四條的受託者應具備與應提

供事項，如資安專業人員、資

安管理措施、安全檢測證明。 

b、應說明委外系統適用之防

護基準。 

資訊室防火牆系統維護與校園

網路技術支援，其委外廠商有

提供資安專業證照，佐證資料

將於日後提供。 

其它各部之核心系統委外廠商

維護案(如教訓輔系統、圖書

館系統等)，於文會資訊室，

並請各部提供委外廠商相關資

料，並納入內部稽核項目。 

10.2 是否落實檢核及履約督

導管理? 

未提供證據說明，已對各委外

資訊服務合約進行履約督導管

理，如委外系統依所訂等級之

防護基準，進行符合情形的查

核。 

111年起各部之核心系統委外

廠商維護案提供基通系統防護

基準查核相關資料。 

資通系統防護基準：http://w

ww.rootlaw.com.tw/Attach/L

-Doc/A040030000002700-1071

121-11000-010.pdf 

10.3 委外(含委辦)相關人員

是否簽訂保密合約書? 

未依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與委

外廠商之業務執行人員簽署委

外廠商執行人員保密切結書、

保密同意書。 

誤以為該項不適用未提供佐證

資料。本校委外資通系統均有

請廠商簽定保密切結書，佐證

資料將於日後提供上傳。 

  

http://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030000002700-1071121-11000-010.pdf
http://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030000002700-1071121-11000-010.pdf
http://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030000002700-1071121-11000-010.pdf
http://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030000002700-1071121-11000-010.pdf


資訊安全內部稽核 

 

● 需定期執行稽核(國教署建議2年1次) 

● 資訊安全子項目共計5項(紅字為新增項目) 

 

序

號 

風險

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內部

控制) 
  現有風

險值 
   殘餘風

險值 
負責單

位 

21 資通

核心

系統

委外

檢核

與督

導失

當 

委外廠商資安

管理能力與措

施不足，致本

校機敏資料損

害 

1.資通系統委外(含

委辦)簽訂協議書或

契約等文件，應符合

資安法施行細第4款

各項規定。 

2.委外廠商應具備與

提供事項，如資安專

業人員、資安管理措

施、安全檢測證明。 

3.委外(含委辦)相關

人員是否簽訂保密切

結文件? 

1 1 1   1 1 1 

教務處 

國小部 

雙語部 

資訊室 

圖書館 

22 資訊

及資

通系

統之

盤點

及風

險評

估 

未定期更新風

險評估，導致

錯估應採取之

防護與控制措

施 

1.建立資訊資產清

單、管理者與使用

者。 

2.資通系統分級與處

理之相關規範。 

3.資訊、資通系統之

風險評估，並採取相

應之控制措施。 

1 2 2  1 2 2 資訊室 

23 資通

安全

事件

通報

及應

未即時掌握資

通安全事件，

採取因應措

施，無法降低

損害 

1.建立資通安全事件

發生之通報應變程

序。 

2.資訊室查找出疑似

感染設備後是否通知

該部室資訊組長 

3.資訊組長是否立即

查看該設備狀況及採

取措施，並告知該使

1 2 2  1 2 2 

資訊室 

中學部

資訊組 

國小部

資訊組 

雙語部

資訊組 



變延

誤 

用者資安事件應變程

序並依規定辦理。 

4.資訊室依該資安事

件等級一、二級於72

小時內，三、四級於

36小時內完成通報。 

24 資通

核心

系統

帳號

管控 

帳號權限管控

不當至機敏資

料損害 

1.有主機者其帳號是

否設定密碼原則。 

2.系統管理者、操作

者帳號管理權限是否

為最小化 

3.是否定期清查系統

管理者、操作者、一

般使用者帳號之異動

與註銷 

1 2 2  1 2 2 

資訊室 

雙語部 

國小部 

中學部 

圖書館 

(郵件

系統、

校務系

統、圖

書自動

化系

統) 

19 重要

實體

區域

安全

控制

措施

失當 

資訊機房設備

遭破壞與網路

系統服務中斷 

1.機房門禁管制、溫

溼度記錄、進出機房

有數位攝影機記錄。 

2.消防安全裝置。 

3.設備定期維護。 

4.設備送修管制。 

1 1 1 現有

控制

機制

尚無

不足

之

處，

暫無

新

增。 

1 1 1 資訊室 

 




